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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異動情形一覽表（111.06.01-111.06.30）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翁鄭啟志 本府交通處土木科技士 本府交通處土木科科長 111.06.16

賴珮芸
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科員
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科長
111.06.30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吳玉雯 本府人事處人力科科員
宜蘭地政事務所
人事室主任

111.06.07

李誌勝
本府民政處自治事業科

科長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
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管理中心主任

111.06.20

黃志豊
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科長
羅東鎮戶政事務所主任 111.06.30

游雅雯 本府人事處福利科科員 光復國小人事室主任 11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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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為因應已退休（職）公（政）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月
撫卹金（年撫卹金）或遺屬年金（月撫慰金）（以下統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
金額調高2%，並自民國111年7月1日生效，相關發放事宜請依銓敘部函辦理。
【檢附銓敘部111年6月7日部退三字第1115453318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qniCqyUKC3ftwtUm07EL0qDy8C7s95_/view?usp=sharing】
二、111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兼）領月退休金

（俸）之基準數額，業經本院111年6月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08601號公告為
新臺幣2萬5,000元以下，檢附公告影本1份。
【檢附行政院111年6月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08602號函及其附件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HlvYS0RraAmymWQFZUpEvTCGy3fcxOc/view?usp=sharing】
三、有關退休（伍）軍公教人員支（兼）領之月退休金（俸）因111年7月1日定期

退撫（除）給與調整，致超過新臺幣2萬5,000元者，請各機關學校專案列冊繼
續發給年終慰問金、三節慰問金及子女教育補助。
【檢附行政院111年6月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08603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ajlvIpqiV9gZZVUNTQexzaTbaaXBR2d/view?usp=sharing】
四、為因應已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卹金（年撫卹金）或

遺屬年金（月撫慰金）給付金額調高2%，並自111年7月1日生效，相關發放事
宜請依教育部函辦理。
【檢附教育部111年6月22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57454A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392iYVJVVVf6Rbo1OMwiZsD4-3gsL8c/view?usp=sharing】
五、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以居家照護隔離時，隔離期間如有進行（遠距）
診療或後送就醫等情事，得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
核發慰問金，轉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1年6月13日部退五字第11154486951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ITZrXEYW3qDmfgrY0r2wHfqiAUSEky3/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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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照護辦法」第五條
、第十條及第六條附表，業經行政院於 111年6月23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1114001116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轉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1年6月23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11412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IcNQUz9mnP7vE2CyEc02E0Sw7dA--lR/view?usp=sharing】

公務人員服務、保障、差勤相關宣導

一、「公務員服務法」經總統111年6月22日華總一義字第11100050751號令修正公
布。
【檢附公務員服務法法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SwTmxqU43JnLZfm0HKYbsRq3oVYjKik/view?usp=sharing】
二、「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及第104條」經總統111年6月22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50761號令修正公布。
【檢附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及第104條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2RLSHqsc4MsCte07RHZGa5f7sTzb4Es/view?usp=sharing】
三、「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及第11條」經考試院、行政院111年6月27日考臺組

貳一字第11100044191號、院授人培字第11100014762號令修正發布。
【檢附銓敘部111年6月29日部法二字第1115467159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OwR_mxH1tNnSQPslX_jk_lr_YHFD9FT/view?usp=sharing】
四、「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3條及第18條」經教育部111年6月15日臺教人（三

）字第1114200873A號令修正發布。
【檢附教育部111年6月15日臺教人（三）字第1114200873D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_bm-5atE1dR9VUudOSZJ80SwlUX0RZe/view?usp=sharing】
五、重申公務員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不得利用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1年6月22日總處培字第1113027036號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T4swmghywbh-tSpRRW2joH10clTzQ_x/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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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宣導

本府自製微學習教材「健康檢查補助知多少」、「文化國中防疫用餐禮儀影片」、
「高齡友善在礁溪、守護長者靠防跌」、「2022礁溪形象影片」、「CEDAW在礁
溪、終結月經貧窮」、「跟著水滴娃娃～員山輕旅行」、「My Data 功能簡介」及
「學校資源回收室管理─以清溝國小為例」等8門課程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健康檢查補助知多少 文化國中防疫用餐禮儀
影片

高齡友善在礁溪、
守護長者靠防跌

2022礁溪形象影片

CEDAW在礁溪、
終結月經貧窮

跟著水滴娃娃
～員山輕旅行

Ｍy Data 功能簡介 學校資源回收室管理
─以清溝國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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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因執行職務以致傷病權利篇

備註：各主題案例僅為原則性規定，相關個案如涉及事實及管理認定，仍請洽各相
關權責機關（構）意見辦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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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童玩節簡介與歷史
「最棒的暑假回憶，就在宜蘭童玩節！」
「兒童是未來的希望，有健康、活潑、好奇、創意、滿心夢想的兒童，國家的

未來就有無限希望！」童玩節以此理念為出發，架構出一個以兒童為對象，同時具
有地方特色、又有國際參與的「國際童玩藝術節」，希望藉由全新的遊戲經驗、不
同國家的文化體驗，激發台灣兒童的創造力，重建兒童的群己關係與國際觀。

創辦於 1996年的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以展覽、演出、遊戲、交流為四大訴
求，是全國唯一以「兒童」、「童玩」為主題的大型國際節慶活動，也是亞洲第一
個以「兒童」為主題，獲得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有夥伴關係的「國際
民俗藝術節協會」（CIOFF®）認證之民俗藝術節。

每年夏天想要擁有最棒的夏日回憶嗎？那就不能錯過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酷樂宜夏-時空探索」重磅登場 從早到晚都精彩！
睽違兩年，宜蘭童玩節回來了！邁入第 27年、21 屆 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酷樂宜夏-時空探索」重磅登場，7月 2日至 8月 14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
在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展開為期 44 天的活動。晚上舉行隆重開幕儀式，全臺首
創水陸空 3D 展演舞台，科技結合特技、震撼聲光效果，帶領觀眾一起「穿越時空
探索」，加上國內首見夜間高空立體燈光水舞秀，以及國內外專業團隊演出等豐富
內容，要讓大家從早玩到晚，一玩再玩。！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宜蘭童玩節停辦兩年，宜蘭縣長林姿妙指出，大家期待已
久的童玩節，今年在兼顧文化、經濟與防疫下，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恢復舉
辦，以「酷樂宜夏（COOL AND FUN IN YILAN）」為主題，「時空探索」為活動
主軸，在童玩節「遊戲」、「演出」、「展覽」、「交流」四大主軸下，推動童玩
節再升級，有酷炫遊戲闖關、互動科技應用體驗，加上 Cool 樂清涼戲水設施，以
及國內首見立體燈光水舞秀，還有親子探索劇場、歡樂遊藝踩街等精彩內容，透過
科技、探索、創新等元素打造童玩新夢土，帶領大小朋友時空探索，酷樂一夏。

今年童玩節的活動亮點，有酷炫的互動科技體
驗，從迎賓裝置太空船造型的「時空探索號」，到
主題展館「I-Lan Fun城市賽車」、「超時空訓練
站」、「繪動森林館」及 BABY 親子館「星球樂
園」，都加入科技元素及虛擬實境即時互動，打造
兼具藝術、教育、創意的全新感官體驗。此外，今
年遊戲部分有 Cool涼消暑戲水設施，也以時空探
索的概念打造而成，像是「SPA雷達站」、「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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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速滑道」、「噴射水舞台」、「水漾滑梯」、「星球探索平台」等，讓民眾在享
受滑道飆速快感、激盪水花時，也能如同置身星際時空水樂園，感受全新水漾魅力
。還有結合挑戰性、刺激性的極限體能運動的「時空傳送站」，「高空腳踏車」可
以體驗 80公尺一望無際的視野，「高空滑降」長達 200公尺空中飛人的快感，將
遊客傳送到不同時空。

在演出部分，今年除了邀請來自斯里蘭卡、泰國等國家的民俗表演團隊來臺，
並精挑宜蘭縣及國內知名藝術團隊，還加碼國際級專業團隊演出，有九天民俗技藝
團、采風樂坊、台灣 Oboe王子蔡興國&美洲 AMIGO 樂團、MRG魔幻馬戲家族、
巴西森巴舞蹈表演團、拉丁 Louca森巴鼓打擊樂團、非洲 MANJAGO鼓樂團、環
保打擊樂團 LED幻鼓秀等團隊，帶來國際級的精彩表演秀。首次推出的「親子探
索劇場」，引進國外原裝擬真科技恐龍，打造《藝想保衛隊—恐龍重生》親子劇，
絢麗多變的舞台效果，必能帶給觀眾前所未有感官饗宴，劇中的恐龍及演員也將在
園區嘉年華遊行與遊客近距離互動！

今年童玩節的夜景也極具看頭，入口平面 LED螢幕 3D驚豔動畫，「時空探索
號」夜間在燈光的裝飾下，猶如即將起飛的太空船；並推出全國首見高空立體燈光
水舞秀，O 型水舞秀搭配七彩燈光，展現水與燈光的完美藝術結合，還有園區制高
點天空塔 360度成像屏幕，夜間璀璨炫光秀繽紛耀眼。再加上科技燈飾打造夜間全
區極具神祕感光環境，漫步浩瀚燈海，隨著園區不同的星際主題燈飾、燈光廊道，
可以來一趟「光」的時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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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探索劇場讓你一秒踏入侏羅紀電影
「藝想台灣劇團」在後疫情時代從宜蘭出發，傾心策劃

充滿童趣與冒險的親子探索劇場，結合巨型擬真恐龍與臺灣
新生代藝術家，碰撞出「恐龍重生」的全新恐龍世界，突破
傳統框架的劇目編排設計，將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視聽饗宴
，揮別過去的煩憂，留下快樂與感動，與藝想保衛隊齊心用
滿滿的正能量翻開未來嶄新的篇章。
親子定目劇《藝想保衛隊-恐龍重生》

在 6500萬年前隕石撞擊地球，恐龍大滅絕，化石與殘骸在時間的長河下，逐
漸埋藏在地底下的各個角落，而『尋龍者』就是穿梭在城市中的隱藏角色，致力找
尋到這些傳說中的恐龍足跡…。

技多不壓身的『尋龍者』使出渾身解數，將舞蹈、武術、特技等招式打出一套
組合拳，配合絢麗多彩的影像聲光，與恐龍共譜出一段超越傳說的熱血故事。
親子互動劇《與恐龍共學》

當地球環境不斷被破壞，恐龍的原生態環境不復存在，種種威脅迎面而來，倖
存的恐龍家園牽動著『藝想保衛隊』義無反顧地守護這最後一片淨土，陪伴恐龍上
天下地放肆冒險，交織出感人的故事，大小朋友的來訪必能將這美好的信念帶出無
人島，呼籲地球人好好珍惜、愛護地球，故事從未結束…。

『恐龍研究園區』正式成立後，X博士成功復育出暴龍、迅猛龍、三角龍、翼
龍等各種恐龍，並為大家介紹恐龍的起源與演變，伴隨飼養員引領孵育長大的恐龍
登場，讓所有觀眾近距離認識恐龍的餵食狀態與皮膚樣貌，大小朋友一起挖掘化石
與清修，跟著保衛隊和恐龍來趟快樂的大自然學習之旅！

活動場次
7/2-8/14 每日演出三場次
第一場 11：00-11：30－親子定目劇《藝想保衛隊-恐龍重生》
第二場 13：30-14：00－親子定目劇《藝想保衛隊-恐龍重生》
第三場 15：00-15：30－親子互動劇《與恐龍共學》

※若遇天災休園，視園區開放情況恢復演出，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調整之權益，
相關資訊以活動官網公告為準。

宜蘭童玩節水質嚴密監控 民眾可安心戲水
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Cool涼戲水設施受到遊客的歡迎，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長呂信芳指出，童玩節在活動期間嚴密監控水質，戲水用水全面採用自來水，委
請專業水質管理公司每小時採驗監控餘氯量、酸鹼值及水溫，每日公布檢測結果，
並由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及第三公正單位每周各進行一次
生菌數及大腸桿菌水質採檢等，以確保水質安全。依據
宜蘭縣游泳池相關規定，酸鹼值 PH值應落在 6.5 至 8.0
範圍之內，童玩節今年開園至今，每日檢測數質都在安
全範圍之內。此外，今年童玩節在五大戲水設施入口處
安裝防疫門，要求遊客入水前進行清消；於每日活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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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清洗水池及換水，也會在活動中適時補水。
宜蘭縣政府請大家一起愛護童玩節，守護 27年來，童玩節帶給大人小孩快樂

的夏日回憶。童玩節不改初衷，繼續提供民眾安全良好完善的遊戲場域，讓大家放
心且安心的玩。

「酷樂童玩-好康抽汽車」活動辦法
1.活動期間：111/7/2-111/8/14
2.凡購買單次券、童玩護照、悠遊卡、Klook 等電子購票，或是透過便利商店購買
票券，皆享有參加抽獎資格。

3.購買單次券者憑券於大會前後服務台換取抽獎券，一張門票限兌換一張抽獎券，
依此類推。已完成兌換者，將於所持門票上加蓋戳章註記，並不得再行兌換。

4.購買童玩護照及 Klook購票者，於大會前後服務台掃 QR code，可領取抽獎券一
張，僅限一次登記領取抽獎券。

5.抽獎贈品：KIA汽車 1 台、礁溪老爺酒店樓中樓一泊二食住宿券 6張、Ipad3 台
、Iphone3 台、冰箱 3 台、洗衣機 3 台、電視 3 台、腳踏車 20 台。

6.活動如有異動，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7.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者需自行繳納相關費用，主辦單位不另行支付。

※更多 活動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YICFFF 及官網 https://

www.yicfff.tw/查詢。
※資料來源：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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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課程名稱：員工輔導技巧實務
時間：111年7月15日（星期五）上午9時
地點：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講師：心理諮商師黃啟偉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成長營第4場次

課程名稱：公務人員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實務探討
時間：111年7月28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點：本府201會議室
講師：本縣礁溪鄉公所人事室主任游任顯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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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111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如何避免因公涉訟？
遇到了該怎麼辦？」線上課程，特別邀請立勤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劉韋廷，計有71
人參與。

立勤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劉韋廷線上講授「如何避免因公涉訟？遇到了該怎麼辦？」課程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1年6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辦理111年度人事成長營第3場次，
邀請本縣三星鄉三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倪虹講授「教師敘薪規定與實務探討」課
程，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計有39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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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黃埔建軍98週年專題
陸軍軍官學校自廣州黃埔江畔創校以來，歷經東征、北伐、剿共、抗戰到戡亂

，每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黃埔先烈總是站在第一線保衛國家，保護人民，歷屆校
友傳承光榮歷史，歷久彌新。

近年來，因應社會快速變革及科技發展，陸軍官校戮力提升各科系教學能量，
舉凡電機、機械、資訊、化學等各學系，都充分符合建軍備戰需求，持續透過多元
化、專業化的課程教育及各項體能戰技訓練，為國軍培育許多允文允武的現代化軍
官幹部。

隨著時代的推移，「黃埔」二字已
成為國軍精神戰力的泉源，面對現今複
雜多變的國際戰略環境，國軍官兵仍持
續弘揚黃埔精神，效法先賢先烈的熱血
壯志及莊嚴使命。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xT0P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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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
「黃埔建軍 98週年專題」

https://bit.ly/3xT0P3K

